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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雄风，徐州新型工业化扬帆远航

! ! ! ! !

月
"#

日上午，江苏中能光伏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里掌声四起，喜庆写在每

一位员工的脸上，公司领导兴奋地向市

委、市政府报喜
$

首期投资达
!%&

亿元的

多晶硅项目正式投产！二期工程正在建

设，三期工程开始前期准备。一批国际知

名太阳能企业已把徐州作为投资的首选

之地。依托多晶硅，徐州将形成全国一流

的光伏产业基地，到
"'#(

年产业规模将

达到
)((

亿元，这标志着徐州从一个老能

源基地向新能源新材料基地跨步迈进。

徐州是资源城市，推进新型工业化

是发展的必然过程。市委书记徐鸣多次

强调，必须树立依托资源起步、甩开资源

发展的思路，走出一条具有徐州特色的

科学发展新路子。借助苏北振兴和沿东

陇海线产业带开发的历史机遇，徐州加

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坚持国资、民资、

外资三路并进，使全市工业经济迸发出

前所未有的活力。

新型工业化推动了徐州经济不断迈

上新台阶。
"((&

年，徐州实现
*+,#-"!

亿元，增长
#.%#/

，第一次赶上和超过了

全省平均增长速度；人均
*+,

实现

#&".0

元，增幅比全国高出
.10

个百分

点，绝对值超出
".0

元，第一次赶上和超

过了全国
*+,

平均水平。在中国社科院

公布的内地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徐

州名列第
))

位，比
"(()

年前进了
#2

位，与北京、沈阳等
#.

个城市一起被评

为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的城市。

国企脱胎换骨再领风骚

五六年前，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

限公司还是一个连年亏损的企业，去年它

却以年产销近
2.((

台移动式起重机，被

誉为“世界最大的起重机制造商”，今年整

车销售将达一万台，销售收入
#((

亿元，

实现利润
#(

亿元，整个徐工集团
"((&

年

实现营业收入超
"((

亿元，位居中国工程

机械行业
"(((

家企业之首。令人称奇的

背后，是徐工人坚持走科技兴企之路。

".3"((

吨全路面起重机、
#((3-.(

吨履带起重机、
""3&0

米等高平台消防车

……立足自主创新，徐工重型研发出一系

列具有国际品质的新产品，将
.(

吨的产

业水平提高到目前的
.((

吨级，构建了国

际最为先进的工程机械制造体系。徐工重

型总经理张玉纯说：“现在我们起重机排

在世界第
.

位，我们想用
)

到
.

年的时间

站在世界第一位，像美国的卡特彼勒。”

这是徐州推进国企改革、引进战略

重组的一个缩影。

徐州是江苏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

较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国有企

业步履维艰。以改革促发展，以存量引增

量，徐州在国有企业改制中注重引进战

略合作伙伴，推进大企业大集团改制重

组。通过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促进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充分利用战略投资者所带

来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要素资源，

释放出最大的乘数效应，做大做强企业。

截至
"((&

年，市属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已

完成
)"0

家，占总数的
!#/

。

通过实施增量式改制，国有大中型企

业共引进资金近百亿元，改制烽火点燃了

企业的发展活力，徐钢总厂引进世界
.((

强企业———法国圣戈班集团后，新上高

炉、超大口径铸管项目，扩大生产规模，提

升竞争能力；江苏金浦集团成功受让江苏

北方氯碱集团全部国有产权后，计划经过

两期集约式投入，实现新公司总产能跨上

百万吨级的台阶，销售收入突破
0(

亿元；

市供销总社徐州国际商厦项目转让后，建

成徐州金鹰国际购物中心，已成为淮海经

济区的商业龙头企业。

民企遍地开花高歌猛进

国企焕发青春，民企遍地开花。这几

年来，徐州弘扬“三创”精神，倡导“干部

会招商、群众会创业”，学习苏南，招商引

资，发展外来经济；学习浙江，全民创业，

发展本地经济，使得民营经济迅猛发展，

连续
)

年保持
)(!

左右的增速，
"((&

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
0.(

亿元，占全

市
*+,

的比重为
..!

；规模以上民营工

业企业达到
#"2"

家，占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总数的
0(!

以上，成为名副其实

的徐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营经济加速发展，促进了产业集

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邳州以

板材为龙头的木产业快速扩张，加工企业

由原来的
-((

多家发展到现在的
)(((

多家，成为全国四大板材加工基地之一，

产品不仅打入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北

京奥运会场馆等国家重点工程，还出口日

韩、欧美、中东等
)(

多个国家和地区。今

年
#30

月份，邳州板材出口占全国总量的

#"/

以上；铜山县食品、冶金、机械制造、

车辆制造、电子信息业等产业主导地位逐

步增强；丰县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迅猛，

已形成
#((

多家企业、年产
-(

万辆的生

产规模，其他县（市）区也都形成了各具特

色的主导产业。维维集团、宗申摩托、恒盛

化肥、东南钢铁等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民营

企业不断涌现，成为县域经济增长的领跑

者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器。

民营经济发展强劲，成为了推动县域

经济发力冲刺的强力引擎，徐州多年来

“市强县弱”的被动格局得到改善，
"((-

年

!

月始，徐州县域工业增速首次超过市区。

"((.

年，县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高出市区
#)%2

个百分点，工业投资总量更

是占全市的
&!%"/

。到
"((&

年底，县域经

济列苏北前五位的县（市），徐州有其三。

外资增势强劲后发崛起

外向型经济一直是徐州发展中的薄

弱环节，市长曹新平多次指出，徐州要在苏

北振兴中担当领头羊，强化招商引资，加快

经济国际化是当务之急。借势沿东陇海线

产业带开发的新机遇，徐州充分利用产业

链招商，增强产业聚集，着力打造了“医疗

电子、数控技术、新能源”等高新产业。

德国蒂森克虏伯集团是占国际回转

支承市场
&(/

的工程机械零部件产业

巨头，在落户徐州经济开发区的
-

年间，

蒂森克虏伯马不停蹄地追加投资，年内

徐州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回转支承生

产基地。而在与蒂森克虏伯徐州基地一

墙之隔的地方，同为世界
.((

强的法国

圣戈班也正谋求在徐州建起国际一流的

铸管生产企业。

徐州巨大的发展潜力不断吸引着外

来资本的目光，截至今年上半年，已有

#(

家世界
.((

强企业在徐州投资了
#&

个项目，投资总额超过
.

亿美元。源源不

断的国际资本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模式，

给徐州工业经济全球化带来更为宽广的

发展空间和视野。

与此同时，徐州重点推进中国矿业

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目前已吸引

#2(

余家科技含量高、技术领先的高新技

术企业入驻大学科技园创业。
"((&

年，徐

州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
-#/

，提前完

成省高新技术产业“双倍增”计划。

目前，徐州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已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吸收

外资不断增加。截至
"((&

年，全市共批

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0"

家，投资总额

!&%#)

亿美元，协议注册外资
-2%(!

亿美

元，实际到账外资
"#%22

亿美元。今年

#30

月份，徐州实际到账注册外资
"%"

亿美元，增长
#(&%"/

。

徐州日报记者 宋桂昌报道

改造后的云龙湖风景秀丽!成为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徐剑 摄

背景链接

【新华日报特约点评】

! !

徐州是资源型老工业城市!面

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型! 较早

地提出了依托资源起步# 甩开资源

发展的思路!并及时制定了$工业倍

增%计划!以沿东陇海线产业带为主

轴!串起全市
!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 着力加大有效

投入!积极转变增长方式!努力把徐

州工业经济调大#调强#调优#调高"

目前!机械#食品#化工及新兴

产业为主导的优势产业产值已经占

据徐州工业半壁江山"

"##$

年!徐

州滚动实施了投资额
%###

万元以

上工业项目
&"#

项!其中亿元以上

项目
'%#

项!

$(

个亿元以上项目竣

工投产! 当年完成全社会工业投资

(#)

亿元!增长
%)*

!规模工业增加

值首次突破
&##

亿元! 完成
&#(

亿

元!比
"##&

年净增
)#+

亿元" 工业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比
"##%

年增

长了一倍多!实现三年翻番"

! ! !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教授 张

颢瀚：作为资源型城市的徐州!在工

业化进程的关键阶段! 明确确立新

型工业化发展的科学方向! 依托资

源起步!抛开资源跨步!依托国有#

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力量! 走出一

条具有徐州特色的发展新路"

依托科技兴企! 提升企业的素

质与核心竞争力!使国有企业重新焕

发出新的活力&推进民营企业迅速崛

起! 由铺天盖地到形成一定规模优

势!发展潜力得以发掘&外资企业给

徐州经济带来了新的资本优势#管理

优势和发展空间优势!加速了经济的

国际化进程" 三种主要经济形式!共

同实现了徐州经济结构的战略重组!

加速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促进了

发展模式的转变"徐州市的发展方向

和战略转变!展示了符合经济发展规

律的产业升级的清晰轨迹!以沿东陇

海线开发为契机!以区位中心城市优

势为依托!形成了新型工业化与区域

中心互为依托# 良性互动的新优势!

为我国同类资源型工业城市的转型

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谈镇：经济

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基石! 而工

业化又则是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

容" 工业化带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巨大成果! 但同时它也意味着人类

社会吸取自然资源的能力空前的提

升"作为资源型城市的徐州!在多年

的资源数量的耗散中逐渐认识到推

进新型工业化#树立依托资源起步#

甩开资源发展! 走出一条具有徐州

特色的科学发展新路子是发展的客

观必然" 借助苏北振兴和沿东陇海

线产业带开发的历史机遇! 立足多

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坚持国企脱胎换骨重振雄风#民

企高歌猛进激活县域# 外资增势强

劲后发崛起三路并进的发展路径!

使得徐州经济发展迸发出前所未有

的活力" 让我们共同祝愿徐州新型

工业化道路走得又好又快"

'上接
,)

版( 以及海外电视节目发行和

版权合作进行授权采购战略合作，每年

授权采购额不低于
#

亿元；常州国家动画

产业基地管委会与常州科教城培训管理

中心，就动漫人才培养进行战略合作。

第二类是动漫项目的投资与合作。

共有
!

个项目，其中基地企业与境外投资

合作的项目有
.

个，包括韩国江原情报文

化振兴院、美国夏威夷电影合作公司与

常州卡龙影视动画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

万美元，合作制作并在全球发行动

画片《面具》；香港中豪国际投资集团与

常州豌豆动画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

万元，合作制作动画片《英雄唐荆川》

等。基地企业与境内企业的投资合作项

目有
-

个，包括成都恒丰动漫制作有限

公司与常州佳尼斯多媒体有限公司共

同投资
".((

万元合作生产动画片《快乐

世界》等。

第三类是动漫形象授权与动漫产品

采购。共有
#2

个项目，其中基地企业与境

外企业合作的项目有
0

个，包括韩国
4,

多媒体有限公司授权常州安利动画有限

公司《英语学习卡通系列片》的制作，授

权制作费
)((

万美元等；基地企业与境内

企业合作的项目有
!

个，包括常州仁永影

视动画有限公司的动画片《时空少年》的

品牌形象授权上海奥聪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进行衍生产品的研发与市场运

作，授权费
0((

万元等。

市长王伟成到会讲话。他说，举办动

漫重点项目扶持及项目合作签约仪式，

这是创意与资本的对接，是作品与市场的

对接，更是推进常州动漫产业发展的重要

举措。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已举办

了四届，艺术周规模一届比一届大，影响力

一届比一届广，效果一届比一届好。而举办

动漫艺术周的目的，就是要为动漫产业的

发展搭建平台，提供载体，构筑桥梁。刚才

我们对一批项目进行了扶持，有一批项目

进行了签约，说明常州动漫产业正迈向新

的高度。

王伟成说，动漫即生活，动漫即文化，

动漫即产业，常州动画产业基地建设刚刚

起步，动漫产业的发展也只是跨出了第一

步，需要有一个培育和扶持的过程。近年

来，我市一直在四件事上下功夫：一是突出

企业这个主体，只有企业具有强大的创新、

制作、营销能力，才是一个地区动漫产业竞

争力提高的根本动因。二是搭好平台，政府

要扶持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企业创

新提供一个发展载体即园区。三要造就人

才，动漫产业发展中，最缺乏的是人才，尤

其是领军人才、高端人才，所以人才至关重

要。四是优化环境。要营造优良的政策环

境、服务环境和人居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来

常发展。只要我们坚定信心，持之以恒，把

项目一个一个地建设好、发展好，把企业一

个一个地培育好、服务好，一定能创造动漫

产业的美好明天。

副市长居丽琴主持签约仪式。文化部

对外交流中心副主任王燕生及市领导虞振

新、曹锦成、邹宏国和市政府秘书长赵忠齐

出席签约仪式。 '朱春燕(

'上接
,)

版 (他说，中国（常州）国

际动漫艺术周已经连续举办了
-

年，每年都云集了境内外许多动

漫及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客

商。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和江

苏省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在

国内外动漫界广大业内人士的热

情参与下，已经成为全国动漫界

最重要的展览展示、交流合作的

平台之一，其规模越来越大，效果

越来越好，影响越来越广。常州国

家动画产业基地已成立
)

年多，目

前，基地三个园区已初具规模，
0(

多家境内外企业集聚在一起，相

互支持，共同发展，一批优秀作品

陆续问世，走向市场，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产业链条正在形成，产

业规模迅速壮大，已经成为江苏省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江苏省国际服

务外包示范区。

邹宏国说，在常州这片动漫产

业迅猛发展的沃土上，真诚希望大

家通过动漫产品产权交易这个平

台，通过常州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和

国家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这个更

大的平台，寻求双赢多赢，创造动漫

伟业，实现人生梦想。

'朱春燕(

'上接
,)

版(

本届科技经贸洽谈会以“科技创新、合

作共赢”为主题，是集中展示常州装备制造

业和科技人才支撑的一次盛会，是搭建交流

平台、达成项目合作的一次盛会，是加快推

进项目、谋求合作共赢的一次盛会，是展现

常州城市风貌、展示常州人文形象的一次盛

会。洽谈会将以实物形式，集中展示常州装

备制造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展区面积
#.(((

平方米，共展出
&(

多家企业、
)&(

多台（套）产

品，主要包括输变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

车辆、农用机械、冶金机械、数控机床、纺织

机械、新能源及环保设备等八大类装备制造

业产品。同时，通过装备制造业展和科教城

实训基地的参观，充分展示常州产业优势、

人才优势和科教优势，谋求常州与国际间更

加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洽谈会上，我市将组

织一系列专题活动和配套活动，包括举办

"((2

中欧国际产学研合作论坛、海峡两岸汽

车电子工业合作发展论坛、企业成长与创新

资本合作洽谈会、国庆招待会暨常州市荣誉

市民授予仪式、重大项目开工奠基和竣工投

产仪式、项目集中签约颁证发照仪式等，共

推出产业合作项目
"((

项，总投资超过
##(

亿

美元，推出股权融资企业
..

家，意向融资
")

亿元。本次科技经贸洽谈会已得到
.&

个国家

和地区
#0."

名客商参加活动的确认，客商和

来宾人数比上届增加
-"%!/

，其中，世界
.((

强企业和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将有
)!#

名高层

或高层代表参会。预计本次洽谈会将要达成

和推进外资合作项目
2&

项，总投资
-&%"

亿美

元，协议注册外资
""%)

亿美元。洽谈会期间

还将有
"#

个外资项目开工建设和竣工投产，

总投资
0%0

亿美元，协议注册外资
-%.

亿美元。

"((2

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的主题

是：弘扬民族文化，扩大国际交流，搭建合作平

台，发展动漫产业。本届动漫艺术周有三大鲜明

特色：一是从政府主办向培育市场主体转变，二

是从博览展示向产品产权交易转变，三是从单

纯扶持动漫作品生产向产业链全扶持转变。

本届艺术周共有九项活动，主要包括：

"((2

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博览会、中

国国际动漫作品比赛、中国国际动漫产业和

艺术论坛、动漫产品产权交易会、重点动漫项

目扶持暨项目合作签约仪式、
"((2

中国（常

州）国际动漫艺术周开幕式及文艺表演、中外

优秀动漫影片展映、中国原创动画作品创意

大奖赛、江苏省大中小学生动漫画原创作品

征集比赛。

一年一度的国际动漫艺术周，作为平

台，作为桥梁，引领和促进了我市动漫产业

的发展。目前，常州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初具

规模，入驻境内外企业
0(

多家，集聚效应初

步显现，已有美国、法国、西班牙、韩国、马来

西亚等境外的
2

部动画片在基地加工制作，

一批服务外包项目正在进行之中。同时，产

业链逐步形成，基地不仅有原创动漫企业，

还有从事剧本创作、动漫生产、网络游戏、版

权交易、图书出版、中介服务、影视后期制

作、衍生产品研发等相关企业，基地企业开

始走向市场，走向国际。未来五年，我市动漫

产业将以基地为载体，引进国内外知名动画

企业，精心培植动画形象品牌，做大企业规

模，增强企业实力，到
"(#(

年，基地企业将在

"((

家以上，从业人员超过
#

万人，形成若干

个原创品牌，使动漫产业成为常州现代服务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常州建设成为全国一

流的数字娱乐产业之城。 '崔奕）

!"

个动漫项目签约 我市举办动漫产品产权交易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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